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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银川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年建设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型 区位 具体位置
建设

性质

建设面

积(公
顷）

估算投

资（万

元）

设计理念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用地情况

一、2023年市本级项目

（一）综合公园

1 东部地震公园 综合公园 兴庆区
北至海宝路，南至上海

西路，西至友爱街
新建 16.04 3849.6

规划以“生命”为主题的纪念科普性地震公园，向市民科普地震相关急救知
识，寓教于乐，平时提供正常的游览、休闲功能，适度设置小微地形，形

成植物层次，优化植物品种，突出季相色彩，配置小型广场和游步道、雕

塑、廊亭等小品、标牌系统、管理房以及亮化照明、配套设施等，开设健

身及棋牌等休闲娱乐区域，增强游园的各项服务功能。

上海路至海宝路段用地已

批

2 北京西路综合公园 综合公园 西夏区
北京路（同心街-文昌

街）南侧
改造 17.4 3132

以“绿色、和谐、文化”为主题，结合周边老工业元素，整个公园突出“以人
为本和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景观与园林建筑、景观
小品等要素相结合，创造一处环境优美的休闲空间；同时挖掘有关唐徕渠

的历史文脉，使历史文化及内涵得到有效的延续，并通过园林艺术设计得

以充分体现。

合计 33.44 6981.6

（二）专类公园

1 砖渠综合公园（清风

公园）
体育公园 金凤区

宝湖路与通达街交叉

口东北侧
新建 10.07 2416.8 规划以运动为主题，通过各种主题雕塑与小品来营造氛围，同时设置一定

的健身运动设施。并营造林下空间与开敞空间，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
现状地类为耕地

2 通达北街铁路公园 主题公园 金凤区
通达街与贺兰山路交

叉口西北侧
新建 13.63 3271.2

规划主题以铁路文化为主题，以保护自然景观、提供更人性化的活动休闲

场所为核心，兼有文化旅游等多功能，创造一个富有个性、生态系统完整、

旅游功能完善的景观公园场所，打造一个景观形态，可游、嬉、憩、赏的

综合性文化公园。

现状地类为耕地

合计 23.7 5688

（三）小微公园

1 大团结广场南侧小微

公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大团结广场南侧，

领东悦邸小区北侧
新建 2 560 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装、绿化种植、海

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大部分用地已批，西侧有

小部分用地未批

2 国商南街小微公园

（共享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国商南路和友爱

街交叉口东北角空地。
新建 6.07 1699.6 规划周边多为居住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规划“多元烘托、全民共享”主题

的社区公园。
用地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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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类型 区位 具体位置
建设

性质

建设面

积(公
顷）

估算投

资（万

元）

设计理念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用地情况

3 二排沟公园（景福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该公园位于解放东路

以南，第二排水沟两

侧，丽水花园北侧。

新建 4.3 1204
该以寓意吉祥美好的"福"文化为主题，分为福文化广场区、老人和儿童休
闲活动区、青少年活动区、休闲景观区和极限运动场地等 6个功能区，把
游人活动、传统文化、现代公园有机融合起来。

二排沟南侧土地已批，地

上有临时仓库，需要兴庆

区清理地上附着设施。

4 二排沟清河街西侧小

微公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二排沟与清河街

交叉口西南侧
新建 0.44 123.2 公园以科普教育为主题，同时设置一定的游憩设施，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

休闲需求。
用地已批

5 九中东侧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贺兰山路以北，银

川市九中以东
新建 1.9 532 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装、绿化种植、海

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用地已批，场地内有大量

渣土堆积

6
旭辉江南学府东侧空

地（培华路与平湖巷

西北角）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培华路与平湖巷

西北角
新建 2.5 700 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装、绿化种植、海

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部分地已批，部分土地权

属为集体土地

7 阅海万家 E区西侧小
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阅海万家 E区西
侧、民悦街东侧

新建 4 1120 规划沿湖周边建设小微公园，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

节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用地已批，规划为住宅用

地，需要调整规划

8 丽银街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六盘山路以北、丽

银街两侧
新建 0.8 224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用地已批

9 高级人民法院游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北侧
新建 2.6 728 该公园位于法院旁，通过规则的铺装和种植结构，塑造庄重、典雅的小微

公园。

10 银川美术馆游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团结路（宁安街-民悦

街）南侧
新建 6.2 1736 “栽植优质乔木+植入休闲运动功能+建立场馆、建筑、休闲、生态等城市

空间要素形态，打造银川城市有机更新和城市空间共享的样板。

现状地类为耕地，土地权

属为集体土地

11 丽子园街长城路北侧

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西夏区

位于长城路与丽子园

街东北侧
新建 4.5 990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部分用地已批，场地西侧

有厂房未征收

合计 35.31 9616.8

（四）景观林带

1 解放东街（丽景街-
友爱街）林带

景观林带 兴庆区
解放东街（丽景街-友

爱街）两侧
新建 3 600 道路全长 870米，建设 20至 3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

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

2 上海东路（友爱街-
京藏高速）

景观林带 兴庆区
上海东路（友爱街-京

藏高速）
新建 3.6 720 道路全长约 1200米，建设 3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

化工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3 金凤十七路、彩云街

景观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金凤十七路（彩云街-
高桥街）、彩云街（金

凤十七路-燕然路）东
侧

新建 0.8 160 道路全长约 860米，建设 2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
化工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4
黄河路（满城街-湖畔
嘉苑北门）南侧林带

建设项目

景观林带 金凤区
黄河路（满城街-湖畔
嘉苑北门）南侧

新建 1.2 240 道路全长约 420米，建设 3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
化工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用地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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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满城北街（贺兰山路-
培华路）两侧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满城北街（贺兰山路-
培华路）两侧

新建 8 1600 道路全长约 1公里，建设 30至 5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
绿化工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6 团结路（正源街-凤凰
街）景观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团结路（正源街-凤凰

街）
新建 8.2 1640 道路全长 1.5公里，包括中央 52米绿化带及两侧行道树，建设内容为土方

换填、节灌安装、绿化种植、土建安装、亮化工程、海绵工程。

合计 25.6 5520

（五）道路配套绿化项目

1 2023年城市道路配
套绿化工程

道路配套

凤凰街（大连路-沈阳
路）、尹家渠街（北京

路-贺兰山路）、民族
街（上海路-南熏路）

1.1 329
实施凤凰街（大连路-沈阳路）、尹家渠街（北京路-贺兰山路）、民族街
（上海路-南熏路）等 3条慢行绿道工程，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绿化种植、
海绵工程等。

2023年市本级项目合计 119.15 28135.4

二、2024年市本级项目

（一）综合公园

1 国交中心综合中心公

园
文化公园 金凤区

位于培华路以北、国际

交流中心以西、满城北

街以东，阅海湖以南

新建 22.6 5424

该公园位于国际交流中心西北侧。该园地块东、北、西三面临水，现状大

部分为杨树林底，规划设计考虑为游人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现状空地结

合微地形做疏林草地，与背景林衔接部分种植复层植物，使林带自然过度

至草坪。草坪上设置休憩坐凳供游人休憩，行成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园。

部分地已批，部分现状地

类为耕地

2 金波北街公园（康乐

公园）
体育公园 西夏区

位于怀远路与金波街

相交西北侧
改造 18.34 3301.2

该公园位于怀远路与金波街相交西北侧，紧邻银川贺兰山体育场，规划以

体育运动为主题，通过各种主题雕塑与小品来营造氛围，同时设置一定的

健身运动设施。并营造林下空间与开敞空间，与周边建筑环境相协调。

合计 40.94 8725.2

（二）专类公园

1 银川植物园 主题公园 金凤区

位于六盘山路以南、亲

水街以东、银川文化艺

术中心以西

新建 20 9750
规划在现有场地基础上，充分利用现状植被条件，可学合理划分各类功能

分区及植物展示空间，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一个具备科研生产、教育

科普、休闲游憩、观光游览等多样功能的现代化植物园，计划二年建成。

土地未征，权属有争议，

需市政府协调隆安公司解

决

2 东郊章子湖公园二期 郊野公园 兴庆区
位于银古路以南、塔白

路以东，京藏高速以西
新建 12.5 2000

规划设计上坚持保护自然，结合原有植被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做好水土保

护，完善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内容主要有土方、水系、土质盐碱改良、

绿化种植、灌溉系统、硬化铺装、停车场、园林小品、上水、亮化等。

合计 32 11750

（三）小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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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北站游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清和北街以西，北

门汽车站南侧
0.7 196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2 长城东路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长城东路和友爱

街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4.86 1360.8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土地已批，规划为绿地，现

为花鸟鱼宠市场，需兴庆区

政府搬迁花鸟鱼宠市场

3 名人广场游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民族南街与修业

路交叉口名人广场
新建 3.5 980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现状地类为耕地

4 熙和府小微公园

（童趣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金盾小区以东，澳

海熙和府以北，铝材厂

以西，银监中心以南。

新建 1.01 282.8

规划周边以居住用地和教育用地为主。规划主题“儿童乐园”，以儿童为主
题的社区公园，种植无毒无刺的蜜源植物、设置攀爬设施，采用彩色铺装

划分空间。从触觉、嗅觉、视觉三方面引导儿童认识自然，感受自然，寓

教于乐。

土地权属为集体土地

5 丽景南街游园

（润泽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解放东街与丽景

南路西南角。
新建 0.32 89.6

周边以商业服务用地和居住用地为主。现状为街头绿地，以乔木为主。规

划改造公园，梳理现有林地，增加园路及休憩空间，结合花池座凳满足周

边市民日常活动休闲。

6
阅海万家 G3区南侧

小微公园

（安阅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万安巷与阅文路

交叉口西南侧
新建 5.12 1433.6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土地权属为集体土地，现

状地类为耕地

7 天鹅街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天鹅街培华路西

南角
新建 5.35 1498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现状地类为耕地

8 大悦城小微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建发大阅城以南，

阅欣路以北
新建 2 560 现状为临时停车场，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

换填、节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目前土地为临时停车场，

由金凤区负责建设

9 新干线小微公园（宁

新园）
小微公园 西夏区

位于公园位于北京西

路与新干线交叉口的

西北角，

改造

提升
5.8 1624

现状为生产用地。场地呈南北走向的长条形，联通城市与北侧非建设用地。

规划保留利用现状林地植物，以植物景观为主，增加园路与老人、儿童活

动区等必要活动场地，配备相应服务设施，并增加科普教育园地，为居民

提供一个休闲游憩、寓教于乐、接触自然的绿色空间。

10 马场路小微公园（茂

霖园）
小微公园 西夏区

位于沈阳快速路以北，

马场路西侧，

改造

提升
0.87 243.6

现状有简单道路和儿童游乐设施，规划在现状基础上加强养护管理，丰富

游憩休闲场所及四季植物配置，注意选用安全无刺的乡土植物，搭配不同

的植物群落层次以打造丰富的植物景观。

现状地类为耕地

合计 29.53 8268.4

（四）景观林带

1 满城北街（培华路-
沈阳路）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满城北街（培华路-沈

阳路）两侧
新建 17.5 3500 道路长 1.75公里，两侧建设 5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

绿化工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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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凤凰北街（大连路-
沈阳路）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凤凰街（大连路-沈阳

路）两侧
新建 10 2200 道路全长 1公里，建设两侧 5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

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3 满城南街（长城路-
宝湖路）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满城南街（长城路-宝

湖路）两侧
新建 2.9 638 建设 3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化工程、节灌工程、

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合计 30.4 6338

（五）道路配套

1 2024年银川市慢行
绿道工程

康银巷（宝湖中路-金
凤五路）、利民街（解

放路-长城路）等 5条
1500 康银巷（宝湖中路-金凤五路）、利民街（解放路-长城路）等 5条慢行绿

道工程，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

2024年市本级项目合计 132.87 36581.6

三、2025年市本级项目

（一）综合公园

1 七子湖公园 综合公园 金凤区

北至六盘水路、南至难

绕城高速、西至金凤八

街、东至梧桐街

新建 96.9 21318 七子湖南湖周边商业、配套成熟，规划分三年建成七子湖综合公园，综合

周边生活元素与生态资源，打造城南现代化综合公园。

现状地类有耕地，待国土

空间规划批复后实施建设

2 西林带综合公园

（民族文化园）
综合公园 西夏区

位于宁朔北街与怀远

西路交叉口西南角、西

北角

改造

提升
17.37 3474

规划以展示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特色，通过主题景观小品、雕塑等展现多

民族文化荟萃的银川城市特色。并以此为主题元素设计具有趣味的儿童游

乐区、老人活动区、康体健身区等功能性场地，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娱乐

的活动场地，提供多样化服务功能，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

3 教育小镇公园 综合公园 西夏区
位于大连路以南，金波

街两侧，
新建 10 2800 现状地类有耕地，西夏区

负责建设

合计 124.27 27592

（二）专类公园

1 北郊元宝湖公园 郊野公园 金凤区
位于镇苏路以北，元宝

湖周边
新建 12.4 1500

利用丰登元宝湖原有的自然水面进行水系连通扩整，以保护湿地为主，打

造城市北部的元宝湖城市湿地公园。规划元宝湖以湿地保护为主，满足市

民、如亲水活动、湿地观赏、科普教育、休闲健身等内容，力争把元宝湖

打造成生态优、环境好、人气旺的城市湿地公园。

2 阅海西岸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 金凤区
位于沈阳路与满城北

街交叉口以南
新建 9.5 2850

规划定位为以湿地为主题的自然生态公园，以自然湿地、植被为特色，展示人

与自然相共融的生态景象。现状设施不足，后期应添加基础设施。同时应注重

丰富植物种类，如花灌木、彩叶树种及秋色叶树种等，并加强养护管理。

用地未批

合计 21.9 4350

（三）小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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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胜利街小微公园

（知学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宝湖东路和胜利

街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0.55 165

该公园紧邻兴庆区第十小学，现状为商铺，周边以居住用地，商业服务用

地、文化设施用地为主。规划以求知、劝学为主题的社区公园，利用流畅

曲线组织园路，空间变化丰富，植物搭配层次多样，设计游憩场地，趣味

性场地，结合求学历史典故，激励学子奋发图强，求学求知的美好品德。

土地权属为集体土地

2 解放东路游园

（东篱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解放东路与友爱

街西南角
新建 4.06 1218

周边以居住用地为主，现状为厂区。规划主题“城市中的花园”，表达喧闹
城市中一片净土，宁静致远的主题思想，在公园中能追求内心的平静，与

自然融为一，为思考和冥想提供可能的空间。

3 大新镇游园

（春光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大新镇花卉协会

北侧。
新建 4.13 1239

周边多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用地、教育用地，现状场地内为蔬菜花卉种

植地。规划以春景为主公园景观，种植早春观花观叶植物，如榆叶梅、丁

香、连翘、桃树、梨树等，营造桃林满园，梨花争放的公园景观。

土地权属为集体土地

4 洪家渠游园

（四宜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洪家渠关帝庙西

侧，
新建 4.54 1362

规划周边多为居住用地、医疗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现状为空地。规划“节气”
主题社区公园，根据四季节气变化组织空间布局，设置宣传栏、雕塑景墙结合

植物变化，宣传传统节气文化，打造以休闲、日常游憩为主的功能性社区公园。

土地权属为集体土地

5 公园街游园 小微公园 兴庆区
位于光明广场西南角，

公园街西侧

改造

提升
1.95 468 该公园周边多居住区。规划以绿色植物为基础，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

灌安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控规为绿地，现状为临时

绿化

6 西部花园游园

（润泽公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西部花园东侧 新建 2.11 633

该公园位于西部花园东侧，规划以古典园林造园手法建设，建筑及小品富

有传统特色。规划提升游憩设施及小品，同时丰富四季花卉植物，借助水

面形成良好的开敞视线效果。滨水设置游步道，安排一定的活动、设施及

活动空间，与周边其他公园形成良好的连接关系。

现状地类为耕地

7 会展中心游园

（怡景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凤凰公园南侧，会

展中心北侧
改造 3.69 885.6

规划设置小型服务设施，如休息亭廊、座椅等，以供两周边居民及办公人

员休憩游览之用，并串联起周边多个公园及广场。植物景观应进行重点提

升改造，通过花灌木、地被花卉等的应用，营造良好的植物景观效果。

8 满城北街游园

（梦青园）
小微公园 金凤区

位于沈阳路南侧，满城

北街以西，
新建 5 1500 周边规划用地为居住用地、教育用地。规划在现状基础上结合场地布置适

应于各年龄组活动的游戏场、亭廊等设施，并丰富四季植物配置。

土地权属集体土地，部分

现状地类为耕地

合计 26.03 7470.6

（四）景观林带

1 培华路（亲水街-通达
街）林带

景观林带 金凤区
培华路（亲水街-通达

街）两侧
新建 8.4 1680 道路长 2.8公里，建设 3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化工

程、节灌工程、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2 大连路（同心街-宏图
街）林带建设工程

景观林带 西夏区
大连路（同心街至宏图

街）两侧
新建 27 5940 道路全长 2.7公里，建设两侧 50米宽林带，建设内容为土方换填、节灌安

装、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
现状地类为耕地

3 文昌北街延伸段道路

绿化工程
景观林带 西夏区

文昌北（培华路-沈阳
路）两侧

新建 11 2200 道路全长 2.2公里，东侧 50米宽林带，两侧分车带宽 1.5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土方工程、节水灌溉、绿化种植、海绵工程等。

合计 46.4 9820

2025年市本级项目合计 218.6 49232.6 其中七子湖公园为大型综

合性公园，面积 9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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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2.1亿元。

市本级总计 470.62 113949.6

四、2023年至 2025年三区和经开区项目

2023年至 2025年，由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负责，每年各新增绿地 5公顷，每年各新建 5个小微公园、2条城市绿道；由经开区管委会负责，每年新增绿地 10公顷，每年新建 1个综合性公园、5
个小微公园、2条城市绿道


